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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一些團體和社會人士關注有政治背景

的通識教師，將自己一套政治價值觀強加於學

生的問題。事實上，社會憂慮通識科被政治騎

劫並非杞人憂天。近年一些有政治背景的教師

不但利用通識科向學生灌輸偏頗的政治理念，

更迫使學生參與政治行動，甚至製作教材鼓動

學生參與違法「佔中」，隨時令學生前途盡毀，

亟需引起社會重視。針對現時通識科缺乏監管

的漏洞，當局應在教學內容和教材上制定明確

指引，以確保教師授課中立，防止通識科被政

治騎劫。

高中通識科共有六個單元，其中「今日香港」

只佔其中之一，但近年不少通識教師卻將教學

重點放在香港的政治事件之上，並利用課堂向

學生灌輸自己的政治理念和立場。由於教師在

教學方法和教材上有極大自主權，更掌握學生

的成績，教師在政治上的取態將直接影響學

生，在潛移默化之下達到洗腦功效。有教師以

「體驗政治」為名，迫使學生參與反對派的政治

行動，不少學生因怯於成績壓力被迫就範，反

映通識科已被一些政治教師所騎劫。早前以粗

口辱警的寶血會培靈學校通識科教師林慧思，

被指為社民連及激進反對派組織「調理農務蘭

花系」的成員，令人擔心激進的政治勢力已入

侵校園。

教協曾製作出一批內容極為偏頗，有極強煽動

性的「佔中」教材，供通識科教師作授課之用。

雖然及後在輿論猛烈批評之下，教協對有關教材

稍作修改，但內容仍儼如一份「佔中」宣傳冊子

和計劃書，以通識之名，在校園內鼓吹「佔

中」。在去年國教風波中，當局表示反對者應相

信教師判斷，不會教授偏頗的內容，卻被反對派

大肆抨擊。現在面對通識科被政治騎劫，反對派

又要外界相信教師在通識科上的判斷，這不但是

雙重標準，更是欲蓋彌彰，說明政治魔掌已經伸

進校園，社會各界不能再聽之任之。　

《教育條例》明確禁止教師在校園宣傳及發佈

政治性質的材料，規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可訂立規例「對在學校傳布或表達顯然有偏頗

的政治性質的資料或言論的管制」。一些教師利

用通識科作政治宣傳，鼓動學生參與某些政治

勢力的行動，都是《教育條例》所不容許的。

當局應制定明確的指引，規管教師的教學內容

以及教材，確保沒有偏頗的政治內容及進行政

治動員，教育局並應對違規教師作出懲處，確

保通識科教師在授課時恪守中立。

受美國延後攻擊敘利亞、內地經濟數據向好

影響， 指昨日高開217點，收復250天牛熊

線，最多曾升逾500點。近期受國際形勢、地緣

政治左右，港股大幅波動，大戶利用消息舞高

弄低，市場風險趨升，小投資者更需做好風險

管理。儘管新興市場在美國退市陰影下出現震

盪，但內地「穩增長」效果逐漸顯現，宏觀經

濟保持穩定增長的基礎進一步鞏固，內地正在

扮演資金避難所角色，長遠而言對於港股有正

面支持作用。

目前，敘利亞亂局為地緣政治增添不明朗

因素，美國的軍事干預將引爆中東火藥桶，

拖累全球經濟，令全球金融市場蒙上陰影。

上周受有關消息作用，已觸發環球小股災，

港股大幅下跌。昨日港股反彈，首先是因為

市場對戰爭疑慮稍為消退，其次是匯豐公佈

的8月中國製造業PMI終值升至50.1。為了防止

經濟滑出「下限」，近期中央出台了一系列

「穩增長」舉措，包括針對小微企業減稅，增

加保障房、鐵路和節能與信息消費領域的支

出等，顯示「穩增長」初見成效。內地實體

經濟回復活力，預期中線利好大市，自然帶

動港股向好。

展望後市，港股面臨的變數增多，市場風險

也在上升。一旦美國攻敘，難免引發國際油價

大幅上漲，打擊投資者信心，衝擊金融市場穩

定；對環球經濟、股市影響更大的是美國退

市，美聯儲本月17日至18日將開會討論縮減每

月850億美元債券購買計劃的問題，對新興經濟

體帶來更多的不確定因素，容易再次引發包括

港股在內的亞洲金融市場動盪。

值得留意的是，當新興市場遭遇全球金融危

機以來最猛烈的衝擊之際，中國市場出人意料

的一枝獨秀，再次成為資金避難地。自6月以

來，由於投資者對美國退市的擔憂惡化，美國

國債收益率大幅飆升。結果資金回流美國，以

巴西、印度、印尼等為代表的新興市場股市紛

紛暴跌了10%以上，同時各國匯率大幅貶值。

相反，中國經濟重新進入擴張階段，外國直接

投資FDI大幅超預期，11月舉行的三中全會相信

還會有更多經濟改革計劃出台，將可進一步利

好市場信心。中國在97亞洲金融危機、2008金

融海嘯時曾經是市場的避風港，如今外圍市場

不穩定，中國經濟保持難得的穩定性，將再次

成為新興市場的避風港，這對港股也是有力的

支持。

制定指引 防通識科被政治騎劫 內地「穩增長」 港股有支持

內地官方公布8月份製造業PMI升至51，為16個
月高位；匯豐在昨日開市後亦公布內地8月製

造業PMI終值，讀數與初值一致，創4個月高位，是
4個月來首次重返50盛衰分界線之上，市場人士指
數走勢與內地官方數字一樣，顯示內地經濟政策漸
收成效，一方面壓抑市場不良的信貸續增長，另方
面卻見實體經濟活動回復活力，預期中線利好大
市。

金融地產股跑贏大市

昨日主板有四成股份報升，令全日有多達53隻熊
證被殺。國指升229點至10,055點，成功收復10,000點
大關。即月期指報22,156點，低水19點，成交6.9萬
張。金融股表現搶眼，匯控(0005)升1.3%，港交所
(0388)、 生(0011)及友邦(1299)分別升2.2%、1.7%及
1.5%。內地代表太保(2601)漲4.1%，平保(2318)漲
3.3%，民行(1988)大升6.1%，工行(1398)升2.6%，建

行(0939)也有2.5%進賬。
過去兩日新盤共售出最少214伙，創「辣招」實

施後的新高，消息刺激地產股造好，新世界(0017)元
朗「溱柏」出售了199伙，為公司套現逾7億元，股
價漲3.1%。長實(0001)及 地(0012)分別漲2.2%及
3.4%。

博彩收入增 濠賭股漲

市場另一焦點在濠賭股，因為澳門8月份博彩毛收
入錄得307億澳門元，按月及按年分別增4.3%及
17.6%，是有紀錄以來第二高的單月。數據使濠賭股
高漲，銀娛(0027)繼續搭其「直升機」，再創49.6元新

高，全日升4.1%，報49.15元，將挑戰50元水平。美
高梅(2282)及金沙(1928)，盤中分別曾見24元及46.55
元新高，兩股全日分別升3.5%及4.3%。

科網股靠穩，騰訊(0700)獲摩通上調目標價44%至
433元，股價再升漲3.5%，收報376.4元。金山軟件
(3888)跟上，昨日亦升2.9%。招商局(0144)升勢未
止，昨日再升1.7%，該股自上周四至今已累升約
15%。發改委上調成品油價，升幅符預期，中石化
(0386)反彈2.9%，中海油(0883)升3.1%。不過，涉貪
醜聞纏身的中石油(0857)只能升1.2%，同系的昆侖能
源(0135)更逆市跌0.7%，反映投資者或從該兩股換馬
至其他能源股。

昨日部分股份表現
股份 昨收報（元） 變幅（%）

中資金融股

民生銀行（1988） 8.64 +6.12

中國太保（2601） 26.95 +4.05 

交通銀行（3328） 5.30 +3.51 

中國平安（2318） 56.15 +3.31 

招商銀行（3968） 13.82 +2.82

賭業股

金沙中國（1928） 46.50 +4.26

銀河娛樂（0027） 49.15 +4.13 

美高梅中國（2282） 23.95 +3.45  

永利澳門（1128） 24.05 +2.55  

新濠國際（0200） 18.10 +2.37

本地地產股

嘉華國際（0173） 3.82 +4.65

基地產（0012） 47.05 +3.40

新世界發展（0017） 11.22 +3.12 

長江實業（0001） 113.10 +2.16

隆地產（0101） 24.75 +2.06

A股9月「開門紅」

美退市步伐左右大市走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滬深股市昨高開低
走，連遭熱炒的自貿區概念股調整回落，釀酒股領跌大市，
股指一度跳水。但創業板大幅反彈激活人氣，尾盤股指企穩
回升收平，力保9月份的首個交易日收穫「開門紅」。上證綜
指收2,098點，與前一交易日持平；深證成指收8,243點，漲
0.5%；兩市全天共成交2,184億元人民幣（下同）。中小板指漲
1.53%，收4,935點；創業板指漲2.11%，收1,210點。

官方公布的8月份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連續兩
月回升，匯豐中國8月製造業PMI也終結連續3個月的萎縮重返
擴張區間，國都證券策略分析師蕭世俊表示，昨天A股走強主
要因為近期宏觀數據的提振。未來的走勢，蕭世俊認為，9月
份假期較多，又臨近三季度末，預計市場的資金壓力較大；
再考慮到美聯儲可能退出量化寬鬆政策以及敘利亞局勢等因
素，A股形勢不容樂觀，預計大盤將圍繞2,000點窄幅震盪。

光證復牌曾跌停板

中國證監會上周五公布光大證券烏龍盤的處罰，光證昨復
牌即遭遇急跌，盤中一度被封在跌停板上(跌10%)，最終收跌
8.54%。自事件以來，光證股價已跌逾24%。分析師認為逾5.2
億元的罰金將對光證造成較大打擊，或導致其第三季出現虧
損。

自貿區概念股則出現嚴重分化，上周跟風上漲的港口、天
津等自貿區概念股大幅回落，多隻個股出現跌停，上海自貿
區表現相對強勢，外高橋繼續漲停。

A股第一高價股貴州茅台發布半年報，上半年淨利潤同比增
長3.61%，創下了2001年上市以來新低，該股昨跌停，收報
151.92元，拖累釀酒食品板塊跌近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股因內地PMI數據造好而炒高，但
美國或出兵敘利亞，以及美聯儲或月內開始退市等因素，仍將左右9
月港股走勢。獨立股評人陳永陸表示，昨日大市雖有頗大升幅，惟成
交增幅卻不多，料短線上升動力未有增加。不過，內地數據顯示中國
經濟、尤其是實體經濟方面的復甦比外界想像中好，令市況的中期預
測有改善，料港股第四季可望隨內地經濟轉好而上試更高水平。

短期或上試22,500點

他指出，港股技術上升穿了多條移動平均線，短期料上試22,500點高
位，但成交未配合，要再上一層樓有難度，短期要視乎敘利亞戰爭及新興
市場撤資等情況的變化。各個板塊中，他較看好中資金融股，因其估值偏
低，股價有機會被重估。

銀盛首席策略分析師郭家耀表示，內地製造業PMI表現勝預期對市場有
正面影響，事實上，港股大部分企業的業績未有令市場失望，令港股「跌
唔落」，加上內地有回穩跡象，支持大市造好。不過需注意的是，9月聯儲
局即將退市，由於資金流向未明，勢將限制了大市升勢。另外，美國本周
有多項重要經濟數據公布，或對退市的部署有影響，大市將繼續於21,500
至22,300點上落。

內地經濟穩增強信心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分析師葉尚志稱，昨日港股「有升幅、沒人氣」，對
港股後市維持「謹慎正面」態度。技術上，一些利好信號已逐步出現，有
望修正市場過分看淡的氣氛，亦有助港股重拾升軌，但由於資金流向未
明，限制 大市成交額令指數難以大突破。但總體來說，在內地宏觀經濟
回穩向好的大前提下，對內地及本港股市都應該有不俗的支持。

敦沛金融副總裁黃志陽認為，港股上周受壓後昨日出現回升，並突破多
條移動平均線，主要為內地8月份製造業PMI勝預期，以及敘利亞局勢有
所緩和，投資者信心轉強所帶動。不過，港股升勢已反映內地經濟回暖等
因素，市場仍然觀望美國就業數據及聯儲局退市方面消息，預料後市或遇
到較大阻力。

匯豐PMI重返擴張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內地

穩增長政策續現成效，繼8月份官方製
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勝預期創16
個月新高後，昨日公布的8月份匯豐中
國製造業PMI亦並駕齊驅，終值自低位
回升至50.1，終結連續3個月的萎縮重
返擴張區間，當中新訂單指數更由7月
的46.6回勇至50.8，達4個月高位，反映
內地中小企經營情況改善，並帶動昨
日港股走勢凌厲。

新訂單指數見4月新高

匯豐中國製造業PMI由3月份的51.6
降至4月份的50.4，其後更下滑至50以下的萎縮區間，令市場憂慮內地經濟放緩，匯
豐昨與Markit聯合公布8月份數字，由7月的47.7低位回升至50.1，創3年來最大增
幅，雖略低於市場預期中值的50.2，但無疑已為市場打下一支強心針。

美國經濟溫和復甦，刺激外需反彈，大型企業的新出口訂單情況向好，惟匯豐新
出口訂單指數連續5個月出現收縮，並且出現加快收縮情況，反映中小企在出口市
場上仍未有起色，尤其是歐美市場需求仍較疲弱。另一方面，內地第3季內需有明
顯反彈，房地產及基建投資做好，帶動新訂單指數一舉回升至50.8；產出指數亦伴
隨微升至擴張水平。

盼三中全會有利好政策

匯豐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表示，8月份匯豐中國製造業PMI自7月低位回升，
顯示受新訂單及產出回暖，拉動製造業活動企穩。可見前期穩增長政策初步見效，
企業開始回補庫存，預計未來經濟可能進一步回升。

德銀預期內地製造業PMI將持續向好，期望11月舉行的三中全會將有更多經濟改
革計劃出台，將可進一步利好市場信心。美銀美林則認為，外需情況正逐漸復甦，
預料中央不會大規模推出刺激經濟政策，不會在貨幣政策上有所調整，相信中央會
視乎美國退市及新興市場情況，向市場注入流動性。

◆
後
市
分
析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美國總統

奧巴馬將向敘利亞開戰與否交由國會決定，

令市場對戰爭疑慮稍消退，加上內地8月份

經濟數據有驚喜，反映內地經濟調控措施逐

步見效。港股在夜期低水近300點的情況

下，九月首個交易日高開217點，收復250天

牛熊線，盤中最多曾升逾500點，相信挾死

不少淡友。港股全日收市升443點，收報

22,175點，大市成交555億元。有分析指，

雖外界仍有不明因素，但在內地宏觀經濟回

穩向好的大前提下，內地及本港兩地股市都

應該有不俗的支持。

■ 生指數昨日一度升逾500點，收報22,175點，升443點。 新華社

■滬指探底回升，收報2,098點，上漲0.07點。 中新社

■匯豐中國PMI回升至50盛衰分界線之

上。 資料圖片

港股九月開局大升屠熊
戰爭憂慮減退 內地經濟回穩 重上22000點


